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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公藝，山東壽張縣（今濮陽
市台前縣）人，生於北齊承光
二年（公元578年）。張公藝
一生正德修身，重禮重義，忍
讓齊家，自北齊至隋朝九代未
曾分家，闔家九百餘人，家道
和睦仁善，被世人譽稱「九世
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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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史書記載，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前往張公藝家撫慰旌表
；隋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樑子恭也親自前往撫慰旌表；唐貞
觀中，太宗特別命人前往旌表。
唐麟德二年，唐高宗去泰山封禪，路經壽張縣，聽說張公藝
一家九世同居，每朝都對其表彰，因此慕名造訪張公藝家。
唐高宗問張公藝為何能九世同居。當時已經八十八歲的張公
藝答道：「老夫自幼接受家訓，慈愛寬仁，無殊能，僅誠意
待人，一‘忍’字而已。」隨即請紙筆，書寫了一百個「忍
」字呈給皇上，並講述了「百忍」的具體內容：「父子不忍
失慈孝，兄弟不忍外人欺，妯娌不忍鬧分居，婆媳不忍失孝
心……」
唐高宗聽後連連稱好，賜給他縑帛以示表彰，當即封張公藝
為醉鄉侯，封張公藝的長子張希達為司儀大夫，並敕修百忍
義門。唐高宗親書「百忍義門」四個大字。
張公藝高壽九十九歲，於唐儀鳳元年（公元676年）去世。
後人稱其為「張百忍」，並為其修建「百忍堂」，以示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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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 發 菩 提 心
！所謂「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
直了成佛」。菩提心就是直心。菩提心是善
中之王啊！

感謝天恩師德，感謝兩位前人慈悲。後學今
天分享的題目是感召於數月前後學拜訪了宣
化上人的道場－－萬佛聖城！這麼多年來都
陸續有拜讀過上人的書和文章，但親臨萬佛
聖城方知上人的菩提心與大願是如此之大氣
與有擔當呀！上人願盡虛空、遍法界，十方
三世之菩薩、緣覺、聲聞、天人、人、阿修
羅、畜生道、餓鬼道、地獄界，一切有情若
有一未成佛時，他誓不取正覺！反觀自己，
平常為佛堂多承擔一些道務都經過多番之思
量。又談何大任之擔當？各位想想，成了佛
才立大願力度化眾生，還是因為立了願發了
大菩提心方能成佛？

發菩提心一定有因緣，因緣就是根本之原因
，好比吃素，吃素之因緣就是「慈悲」。至
於其他好處那只是助緣稱不上是因緣！
發菩提心的第一因緣乃是「念佛重恩故」。
就是感念佛對眾生施予之大恩而要發心修道
。所謂「佛初出世，我尚沈淪，今得人身，
佛已滅度。」何罪而生末法？何福而求道？
如是思惟，向使不種善根，何以得聞佛法？
「佛為了眾生受無量劫之苦！當年佛為何挨
家化緣，過午不食？過著比任何人都苦的日
子？依佛陀的神通，何福不能享？何祿不能
擁？佛是替所有眾生受苦，好使我們不必三
餐不繼而有餘力去明道參理！你去地獄道，
佛去地獄道度你；你去畜生道，他去畜生道
救你；你得人身，他立各方便法教化你！此
恩此德「縱使粉身碎骨，豈能酬答？」是為
發菩提心第一因緣。

今天的題目是「勸發菩提心」是一本書，作
者是一位佛門的省庵法師，由宣化上人深入
講解。後學讀後收益良多，常常隨文入觀，
捫心自問日用倫常中我哪些事情是用人心來
處理？哪些事情是用菩提心來應對的？而後
學的心與聖人的心有差多遠？
所謂：「入道要門，發心為首，修行急務，
立願居先。」為甚麼發心立願對我們修道如
此的重要呢？五祖弘忍當年問六祖慧能，「
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大師對曰：「
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遠来禮師，惟求作佛
，不求餘物。」此乃流傳千古十分震撼之回
答。當時一介草民的六祖訪五祖是想要跟五
祖修行的，當下卻立了成佛之大願！成佛是
否為了成就自己？非也，是為了度化眾生。
所以愿立則眾生可度！立愿是設一個目標，
而人生至高的目標莫過於度化眾生。己立立
人！而發心乃是要達成目標之資糧，不然只
有目標沒有行動，立愿就變成了口號。所以
苟發心，發什麼心？要發菩提心。若行一切
善法，忘卻了菩提心，是名魔業。

二念父母恩故，「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十
月三年，懷胎乳哺；推乾去濕，咽苦吐甘，
才得成人。」報答父母恩最佳方法莫過於立
身行佛道，那絕對是比安父母之身更為孝道
呀！
三者念師長恩。父母雖能生育我身，若無世
間師長，則不知禮義；若無出世師長，則不
能求道。以前的人對師長視如父母，過年時
父母都會帶走子女拜見師長一起下跪謝恩。
老師的責任是傳道，授業，解惑，所以老師
的恩德非常重。我們的老師就是師尊師母，
前人是代理明師，沒有天命明師，我們何以
求先天大道？明師是我們再生父母，他們關
心的是我們靈性的成長和對生死之超然。如
此恩德，唯有發心修道行道方能報答天恩師
德。

何謂菩提心？菩提心乃是利己利人之心，自
覺覺他之心，反迷歸真之心，辨別是非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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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念生死故。普天之下最可怕的四個字是什
麼？生死不可怕，生老病死乃自然之道，可
如果我執不破，執於貪生而厭死，乃至「生
死輪迴」不由己那會很可怕。省庵法師說的
很清楚，諸佛菩薩的教化莫非要幫助我們脫
離生死苦海，「謂我與眾生，從曠劫來，常
在生死，未得解脫。人間天上，此界他方，
出沒萬端，升沈片刻。俄焉而天，俄焉而人
，俄焉而地獄、畜生、餓鬼。」為了跳出生
死輪迴之束縛，我們必定發心洗心滌慮。常
言道：「不修，有千條理由；要修，只有一
個理由，就是生死二字。」

邪，正，真，偽，大，小，偏，圓。」 希
望大家可以透過每一種心的差別來自觀我們
自己所發的是哪一種？萬望大家對號入座！
修道必須要學會對號入座，這樣才審察到自
己的不足。不然枉費讀聖賢書，白修道。
邪：世有行人，一向修行，不究自心，但知
外務。或求利養，或好名聞，或貪現世欲樂
，或望未來果報。如是發心，名之為邪。
正：既不求名聞利養，又不貪欲樂果報，唯
為生死，為菩提。如是發心，名之為正。
真：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眾生。聞佛道
長遠，不生退怯；觀眾生難度，不生厭倦。
如登萬仞之山，必窮其頂；如上九層之塔，
必造其顛。如是發心，名之為真。
偽：有罪不懺，有過不除，內濁外清，始勤
終怠。雖有好心，多為名利之所夾雜；雖有
善法，復為罪業之所染汙。如是發心，名之
為偽。
大：眾生界盡，我願方盡；菩提道成，我願
方成。如是發心，名之為大。
小：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怨家；但期自
度，不欲度人。如是發心，名之為小。
偏：若於心外見有眾生，及以佛道，願度願
成；功勳不忘，知見不泯。如是發心，名之
為偏。
圓：以虛空之心，發虛空之願，行虛空之行
，證虛空之果，亦無虛空之相可得。如是發
心，名之為圓。

五者懺悔業障故。佛預言，末法時代，縱然
有千佛出世，用神通說法來度化眾生，愚昧
的眾生都不會相信佛法。可見末法眾生罪業
至深。不以懺悔洗滌前世今生所累積的業垢
，恐怕難以有出頭的一天耶。
六者令正法久住。何謂「正法？」正法乃是
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之法。正法不是隨著佛陀
涅槃就消失。正法不滅是人心滅。所謂天下
溺，援之以道，人心滅，援之正法！人心迷
昧，就要用道，用正法來喚醒人心。2500年
前世尊囑咐彌勒佛為末世後五百年正法之接
承人。歷代祖師聖賢無不為了守護正法，利
益眾生而住世。為了正法久住，讓更多人能
聞法修法得以解脫，人間淨土早日實現，此
乃發菩提心之第六因緣。
以上是發菩提心的六種因緣。然而，各人的
心力和願力之差別，縱然是發了心，但還是
有層次之差別。好比了凡四訓裡面所闡述的
善也有八種。菩提心也分八種心，那是「

感謝天恩師德，如若講到不圓滿的地方請仙
佛赦罪、前人慈悲！
愚後學 高韻上 合十

王 鳳 儀嘉言錄
【第四節 天道】
人能得著天道，就算和天「接碴」 （接靈）了，知進知退，沒掛沒礙，才能「無入而不自
得」，與天地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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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SINGS
IN SMOKE
WISDOM STORIES TO LIVE BY

There was a shipwreck and only one man
survived, cast ashore on a tiny island with
nothing but the clothes on his back. For a while
he hoped for rescue. But in time he knew he
had to make a life there on the island. And that
is what he did. He taught himself to fish and
hunt, to garden and cook, and he built himself
a charming little cottage overlooking the bay.
He even carved a tiny flute which he played
every night after supper.

https://philipchircop.wordpress.com

When you have reached the end of your rope,
as the saying goes, tie a knot and hold on.
Perhaps this is what hope is about: Hold On,
Praying Expectantly.
When all seems lost and we can feel our emptiness and feel our aloneness, Life has a way
of surprising us blessing us and filling us in a
way we’d least expect.

One day he hiked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at the center of the island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As he reached the top, what he saw was a
tower of smoke and his little cottage going up
in flames.

Means
and Ends
https://theunboundedspirit.com/

He ran down the mountain as fast as he could.
But it was too late. The cottage was in ashes –
and his flute, his garden, his tools, his bow and
arrows – everything he’d made with his own
hands was gone, all gone!

The purpose of a fishtrap
Is to catch fish,
And when the fish are caught
The trap is forgotten.

He wept. He raged. He cursed God. He despaired. And finally, as night came, he collapsed on
the sand and fell into a deep sleep.

The purpose of words
is to convey ideas.
When the ideas are grasped
The words are forgotten.

The next morning he was awakened by sailors
who had rowed ashore from a great ship to
rescue him. “But,” he exclaimed, “how after all
this time did you know I was here?”

Where can I find a man
Who has forgotten words?
He is the one I would like to talk
to.

“Ah,” said the captain, “we saw the smoke
from your signal fire.”

- Chuang Tzu

PONDER AND CON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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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 precious
human life

you

God

?

“

Every day, think as you

wake up, today I am fortu-

WISDOM STORIES TO LIVE BY
https://philipchircop.wordpress.com

nate to be alive, I have a

With Christmas coming grandma was out
shopping for gifts for her grandchildren.
While she was at the toy store going
through her list she noticed a small homeless girl outside wistfully looking into the
store. Grandma’s heart went out to this
little girl. She invited her into the store
and asked her to pick out a gift for herself.
As they walked out of the store, the little
girl held Grandma’s hand and looked into
her kind eyes and asked “Are you God?”

precious human life, I am not
going to waste it. I am going
to use all my energies to develop myself, to expand my
heart out to others; to achieve enlightenment for the benefit of all beings. I am going

Grandma, somewhat embarrassed and somewhat touched said, “No, my dear, I am
not God.”

to have kind thoughts towards
others, I am not going to get

“Then who are you?” continued the little
girl. Grandma thought for a moment and
said, “I am a child of God.” The little girl,
fully satisfied and smiling, said, “I knew
there was a connection!”

angry or think badly about
others. I am going to benefit
others as much as I can.

PONDER AND CONSIDER

- Dalai Lama

When people come into your life do they
see a divine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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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沒有人喜歡脹氣。脹氣是身體正常機
能之一，但有時確實會讓人十分疼痛。到
底脹氣時，該怎麼辦好呢？

個方法紓緩脹氣
天下雜誌

許是因為你無法排放、吃下很不適合你的
東西，或是你有些健康問題，造成氣體無
法正常通過消化系統，使得消化系統中的
氣體不斷累積，脹氣就有可能帶來的疼痛
等問題。這都有可能在消化時造成大腸痙
攣和鼓脹，進而引起疼痛。

你不希望脹氣影響你的生活，因此，你應
該會想儘快解決疼痛的脹氣。解決脹氣的
關鍵之一，就是了解它的成因。

可惜，目前沒有神奇藥丸可以立刻解決疼
痛的脹氣。不過，確實有幾個有助消除脹
氣、或至少能讓你感覺好一點的方法：

脹氣通常是正常消化過程的一環。
美國國家糖尿病與消化及胃臟疾病研究院
指出，你的胃和小腸不會完全分解某些碳
水化合物，所以它們會進入大腸；大腸的
細菌在處理未消化的糖、纖維和澱粉之時
，則會產生氣體。乳製品、十字花科蔬菜
（例如甘藍、大白菜）等食物，比較有機
會造成脹氣，但每個人的觸發因子不同。

1. 慢慢地啜飲一杯水
喝水可以協助造成脹氣的食物通過消化系
統，也會讓大腸更難收縮。大腸是以收縮
來推動食物，如果收縮得太強或太久，就
有可能造成或加劇脹氣。

如果你吞下許多空氣，可能也會脹氣。你
雖然不太可能刻意吞下大量空氣，但使用
吸管、喝碳酸飲料、吃太快、嚼口香糖等
習慣，都有可能會讓你吞下過多空氣。吞
下空氣引發的脹氣通常會造成打嗝，因為
空氣會在抵達胃腸之前先從口部排出。

2. 試著不要吞下太多空氣
如果你喝水的方式只會讓你吞下更多空氣
，就有可能帶來反效果。在疼痛緩解之前
，避開那些會讓你吞下大量空氣的習慣，
例如大口喝水、使用吸管、飲用氣泡飲料
、吃太快、邊吃邊說話、嚼口香糖等。

除了前述成因外，如果你有會影響消化系
統的健康問題，例如大腸激躁症、潰瘍性
大腸炎、克隆氏症、小腸細菌成長過度等
，也有可能會脹氣。

3. 試著起身四處走走
運動不但對總體健康有益，亦有助消除脹
氣。脹氣造成疼痛之時，你應該不會想跑
步五公里，但如果你可以快步走走或做些

為何有時脹氣會痛到讓人想掛急診？

輕鬆的運動，就有機會大大緩解脹氣。

好問題。如果你沒有將氣體排放出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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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並不是非常明確地知道為何運動有助
移動氣體，但身體活動有助刺激大腸的肌
肉活動；這也是專家會建議便秘者運動的
原因之一。

必依循服用指示）。
6. 躲進被窩，並在下腹部放上電熱毯
身體不舒服之時，要說服你這麼做並不難
。不過，躲進被窩並在下腹部放上電熱毯
，真的有助對抗脹氣。

4. 思考一下乳製品是否為罪魁禍首
如果你目前正在經歷脹氣帶來的疼痛，就
算你覺得自己沒有乳糖不耐症，還是回想
一下自己最近吃了多少起司、牛奶和冰淇
淋。

溫熱也有抗痙孿的效果，有助大腸放鬆、
避免大腸收縮過度，並減輕常伴隨脹氣而
來的疼痛感。別擔心，躺下來並不會影響
身體排出氣體──站著或躺下來其實沒有
差別。但如先前所言，在躺下來之前或之
後起身走走，也相當有幫助。

你過去或許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但人在年
齡增長之後，體內製造的乳糖酶（分解乳
糖的酵素）會減少；這也正是乳糖酶缺乏
和乳糖不耐的成因之一。消化系統試圖分
解乳糖，卻又沒有足夠的乳糖酶，就有可
能為你帶來惱人的癥狀，例如脹氣造成高
於平常的疼痛。

7. 控制纖維攝取
纖維是健康飲食和健康消化系統的關鍵。
纖維可以增加糞便量，有助保持排便正常
並避免便秘。但另一方面，攝取過多纖維
也有可能造成脹氣，因為結腸中的細菌會
試圖分解這種堅韌的營養素。

史達勒醫生表示，「許多二十多、三十多
歲的人在出現這類癥狀之時，並不覺得是
因為乳製品。」如果你覺得乳製品正是脹
氣疼痛的成因，可以試著在接下來幾週不
吃乳製品，看看結果如何。

如果你發現，自己在吃下同時有青花菜和
甘藍的沙拉之後，總是會有疼痛問題，在
情況好轉之前，最好能避開這些食物（或
許任何富含纖維的食物）；未來也應該嘗
試間隔地吃這些食物。

5. 喝點薄荷油或薄荷茶
薄荷不但可以改善口腔氣味，也有解痙的
效果，也就是說，它有助停止大腸過度痙
攣（而這會增加氣體）。這個機制的相關
研究主要出自大腸激躁症領域，但大腸激
躁症的肌肉收縮，與讓脹氣十分難受的肌
肉收縮相同。

這些方法最少最少可以幫你緩解不適。如
果脹氣造成的疼痛實在太嚴重、做什麼都
沒有用，請務必看醫生。他們應該可以幫
你找出問題的根源，並告訴你如何解決。

醫生並不是完全確定，是吃薄荷膠囊比較
好，還是喝薄荷茶等較常見的方法比較好
，因此，你可以嘗試對你來說比較便利的
方法（但如果你打算服用薄荷油藥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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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堂班次

每星期日-皆大歡喜班

10:00AM-12:00PM

兒童讀經班

10:00AM-12:00PM

每週皆大歡喜班上課內容請參閱佛堂公佈欄
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五

- 英文班

08:00PM-09:30PM

每個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三

- 經典班

08:00PM-09:30PM

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三

- 長青會

10:00AM-02:30PM

素食好味道

冰糖薄荷茶
●材料：
冰糖、薄荷葉

●作法：
1、將薄荷葉清洗乾淨放入茶杯中，隨後加入開水，大概二
十分鐘之後聞到藥香就可以揭開蓋子。

2、放涼之後根據你自己的口味加入冰糖，這樣能夠有效的
提高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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